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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近年来成都市工业呈快速崛起之势，作为全 

市工业发展中的重要一环，大车都发展尤为迅猛， 

从 2007年的零基础到 2015年迈上千亿台阶，其 

产业发展远超早期规模。但早在大车都发展初期， 

生产条件与生活配套不匹配的现象已十分明显，并 

且这个问题将随着产业能级的提档升级更加显著。 

区域内建设用地以汽车产业园区为主，建设模式单 

一

， 周边配套功能不完备且布局分散，给通勤人员 

的日常生活带来极大不便。在产业功能区方面，汽 

车企业因规模效益往往粗放扩张用地且各自为政， 

致使片区街坊尺度过大、路网不均衡。在城市功能 

区方面，城市功能区建设严重滞后于产业区，缺少 

公共交往和活动的场所 (图 1)。 

因此，此次策略研究以空间品质提升为目标 ． 

将完善城市功能结构、促进产城融合作为首要任务， 

将城市建设与资源优势相融，强调因地制宜、凸显 

特色，从而引导未来大车都用地功能布局的改变、 

促进产城关系的平衡，并通过塑造特色空间形象来 

提升城市空间品质．全面满足大车都产城融合发展 

的要求。 

1大车都背景 

“大车都”位于成都市东侧，辖区包括龙泉 

驿区、青 白江区、简阳市部分片区，规划总面积 

430平方公里，规划建设用地364平方公早，其中 

工业园区面积 139平方公里 (含后备空间 26平方 

公早 )(图 2)。规划区由龙泉山一分为二，规划 

范围内多条水河支流东西向横穿基地，使大车都形 

成优越的自然环境和山水格局。大车都汽车产业基 

础雄厚，2015年区域实现汽车产业总产值 12672 

亿元，整车产量 93 3万辆，位于全国第九 ， 

074 

ABSTRACT — — — —  

文章以品质提升为目标，贯彻产城融合为理念 

的总体结构划分功能片区 以 “中国大车都” 

分析了大车都主要面临的问题 ，以“一都三片、两廊三心” 

的总体形象和产业特点定位空间特征 以 “快速疏导、 

步行优先”的交通策略整合道路体系 打造 “望山见水、透风见绿”的牛态格局 对城市空司中的重 

点要素进行控制和BI导．从而塑造富有特色、以人为本的大车都。 

This pape r aiming at imp roving the quality and implementing the concept of integ ration of p roduction 

and city the main problems faced by a ca r city is analyzed，It divides functional a reas acco rding to 

1 the ove rall st ructu re of”one capita1 th ree co rrido rs and th ree heaGs“ locates spatia cha racteristics 

according to the ove rall image and industrial cha racte ristics of”China S big ca r capital ：integ rates the 

road system w ith the t raffic strategy of rapid d redging，walking fi rst”，c reates the ecological pattern 

of“seeing the mountains and rive rs th rough the scene ry，seeing the g reen th rough the wind ． 

and establishes the ecological patte rn of u rban space The key elements should be controlled and 

guided SO as to create a distinctive and people—o riented ca r city 

KEY W ORDS — — 一 — — — ～  

空间品质 产城融合 大车都 城市设计 

quality of space，production city integ ration：a car city， u rban design 

盎‰ iron 觜 e-H —M·工业甩鼍 R·瘩佳曩■ s-交■甩麓U·瓶胃蠢 W-l峨甩■ 总计 
2012年 西朝 (公唾 ) 689j 379 358： 2391} 2308 109 534 1 

醑占比髑 8眦 j 489％ 4-右粼  3088％'E 29舭  1 1％l 1000091 
2016卑 面鞭 (公顷 ) 70200j 399．56 646．66} 3370 87{ 2513-39 986．6S{ 271 2g 178．65 9069 1 

所占比例 7 74％，j 4．41％ 7．13％f 37 17％{ 27．71％ 10．a8~ 299％ 1．97~j 100009' 

2020年 酉墩(公域) 963 04j 202185 31873 3124 13{ 3443．69 2238．52 1 156 72 422．64] i5673 
断占地碉 6 78％： 1424％ 22_4S％ 22％J 24．25％ 15 76％1 j 2_98％ 10000’ 

图 1 城市功能与产业功能用地对比分析 (图片来源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成都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龙泉驿国家中 
城市 副中心空间发展 战略研究 成果 ) 

大车都作为成都市工业空间发展的重要板块， 

是成都市龙泉山现代产业基地最具活力的区域之 

一

。 过去的十年中，以龙泉驿经开区为主体的大车 

都对地区经济建设及社会发展作出了极大贡献。新 

阶段的大车都正面临着产业结构转型、空间进一步 

拓展等问题，城市功能正处于 “功能自立”到 “输 

出辐射”的阶段。 

2总体目标与思路 

2．1打造多元复合的城市功能，加快完善城市 

公共中心体系建设 

随着产业规模的不断扩大、产业能级白勺快速 

提 ，大车都对服务产业的需求将变得更加多元。 

摹于大车都的用地发展条件和 “综合型副中心”发 

展战略的提出．城市定位从产业jI领向产城融合转 

变．大车都将成为具有输出辐射功能的城市级综合 

副中心．．此次研究存范 内划分功能片 并进 步 

确寺产城单元．结合功能片区与产城单元建寸片 

级中心，为产城单元提供完善的生产、生活配套。 

同时研究还提出加快重大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 

的构建，完善现代化服务功能。 

2．2融合自然资源，提升生态格局 

促进山水要素和城市的有机融合 ，对山水要 

素进行重点保护和多元利用。引导龙泉山功能由“隔 

断”向 “纽带”转变，中央绿海从 “保护”向 “休 

闲”功能转变。综合考虑和打造大车都的现状山体 

和水系，充分挖掘山体资源、提升河道两岸的景观 

品质、并加强居住区段和工、f 区段的景观系统设计。 

2_3促进风貌协调，凸显城市特色 

存风貌协调部分，研究充分考虑已有功能结 

构和空间形态的基础．既体现了新阶段城市建设特 

征，又注重原有的空间形态及功能特色的传承发展。 

通过控制手段使不同功能、不同类型的片区在宁间 

j_协渊相融，实现空间一体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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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大车都规划范围及用地分析 (图片来源 成都市规划设 图3 空间结构分析图 (图片来源 成都市规划设计 图4 生态格局分析图 (图片来源．成都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成都 

计研究院 《成都市大车都概念性总体规划》成果) 研究院 《成都市大车都概念性总体规划》成果 ) 市犬车都概念性总体规划》成果 ) 

3策略研究 

3．1形成 “一都三片、两廊三心”的总体空间 

结构 

在结构方面，研究提出了“ 都三片、两廊三心” 

的空间布局。其中， “一都三片”指大车都工业板 

块由龙泉北片区、龙泉南片区及龙筒片区组成 “两 

廊”为龙泉山生态绿廊和中央绿海生态廊，“三心” 

为皇冠湖主中心、西河东次中心和龙简次中心。其 

中皇冠湖主中心承担市级创新、商业商务、交通枢 

纽等多项国家中心城市服务功能和区级综合服务功 

能，以及总部经济、科研等综合型功能 (图3)。 

通过“一都三片、两廊三心”的打造，以龙泉山、 

中央绿海为核心的山水格局为媒介紧密联系三大片 

区及其城市中心，将各片区生活性、景观性、交通 

性轴线有机融合，构建大车都特色格局。 

3_2以 “中国大车都”为目标塑造城市形象， 

体现产业个性 

根据定位，大车都将建成国内独具特色的产 

业集群，融合以人为本与绿色发展的理念，形成集 

汽车生产、汽车展销、总部经济、研发办公、商贸 

娱乐等功能为 体的多元复合汽车产业园，充分展 

示具有现代感的汽车城形象。 

3．3以 “快速疏导、步行优先”的交通策略整 

合道路体系 

在大车都城市设计中，根据大车都居民使用 

者和使用方式的不同，规划将道路体系分为居住 

生活系统和产业园区系统。居住生活系统主要包 

括居民散步路线、晨运路线、居停区内游憩空间 

及园区内部游憩空间，保证居民的活动不受外界 

干扰 产业园区系统主要由园区内部的公共绿地、 

广场、步行道等构成。规划地段的交通发展策略 

依托慢行系统打造游憩的主轴线，并沿主轴线将 

地段内各风貌片区、景观节点和产业节点相串联。 

在此基础上 ，通过合理设置车行流线和各地块 内 

的停车共享设施来提高运作效率，确保车行与步 

行的高效转换。 

3．4打造 “望山见水、透风见绿”的生态格局 

规划将构建 “水绿 聚、中央绿海”的整体 

生态结构，其中 

“水绿汇聚”指包含东风渠在内的 10条河湖 

“中央绿海”包括青龙湖、洛水湿地、蔚然花海等， 

面积约 55平方公里。 

规划构建 “山上高峡平湖，山下多脉汇聚” 

的水网结构，实现水网体系综合提升。按 “岸线通， 

通道通、绿化通”的要求，以“城市修补、生态修复” 

的手法，对大车都区域河道进行综合梳理与治理。 

此外，临山居住片区应转变现有单一地产主 

导模式，植入高品质城市公共设施，激发山前地区 

空间活力，带动城市价值全面提升。中央绿海在基 

本农田保护基aS~，拓展多元化休闲功能，在内部 

形成多元化主题功能板块 (图4)。 

4控制手段 

4．1重点地段控制 

将皇冠湖城市主中心及西河东、龙简综合公 

共次中心作为大车都的重点控制地段进行提升设 

计，将皇冠湖湿地公园等绿地与中央绿海融为系统 

进行整体打造，为集聚高端服务业和循环经济提供 

良好的环境基础。该区域应注重保证湖水的实现通 

透，沿湖第一层界面布局形态优美的大型公共建筑 

临绿带开发以低强度为主，形成特色小街区。 

4_2界面体系控制 

规划对城市主要商业街、广场与绿地周边建 

筑贴线率进行控制，塑造连贯统一、风格协调的城 

市界面。此外，对于汽车工业片区及汽车研发、汽 

车贸易片区等体现片区主题特色的标志性界面也应 

进行要素设计。 

4．3开敞空间控制 

构建良好的开敞空间，是提升大车都城市魅 

力及空间活力的重要保证。规划结合大车都山水景 

观特色建立了 “望山见水、透风建绿”的开敞空间 

体系。 

(1)以龙泉山为核心构筑多条望山视线通廊。 

依托龙泉山得天独厚的山林资源及地理优势规划多 

条望山视线通廊 ，提升山体开敞面占山体总周 】 

比例至 60％以上，并对山体周边建筑高度进行严 

格控制。 

(2)合理调控以三脉为核心的滨水岸线。调 

控东风渠、驿马河、东干渠三条主要河流，除严格 

控制岸线1O米退距外，岸线与城市道路临近的一 

侧开敞面不少于岸线沿路长度的6o％。 

(3)通过利用开敞空间引导城市风向、加速 

城市气体流通，改善城市环境提高城市品质。充分 

考虑大车都内主要风向与外部生态环境和谐融汇、 

廊道在空间上的相互衔接等问题。以中央绿海为核 

心，结合四径等生态廊道形成枝状的绿道 一廊道 

相结合的廊道通风形式，构建高效促进城市通风、 

缓解热岛效应的城市绿地廊道体系。 

44建筑风貌控制 

在产业园区，建筑风貌形象以冷色系为主， 

大气简洁，其中研发科技型企业要表现出办公建筑 

简洁高效的特质，以玻璃幕墙或通高柱廊为特点， 

充分展现大车都作为转型创新区的形象。 

在综合公共中心区，建筑风貌应具有时代性 

特征，通过对重点地段、标志性建筑进行打造及标 

志性建筑的确立提升片区吸引力，形态上应体现现 

代、时尚、简洁的特点，并协凋片区内办公、商业 

及居住建筑风格的统一。 

结语 

以汽车为先导的产业集群是大车都发展的动 

力和源泉，城市建设是大车都产业持续发展的保 

证 只有和谐共生、相辅相成才能实现大车都可 

持发展。本文探索了提高城市品质、促进产城融 

合理念下大车都的城市设计策略，对促进大车都 

生产生活空间协调发展、空间品质的提高具有～ 

定借鉴和参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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